
为祭奠公安英雄和为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逝世同胞，根据国务院
下发的公告精神，4月4日上午，马鞍山市各级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全部下半
旗致哀，全体在岗民警、辅警分别以不同形式开展默哀悼念活动。

山川呜咽、江河同悲。上午10时整，防空警报响彻晴空，全市各级公安
机关在岗的民警、辅警分别在机关院落、基层站所、执勤点位等不同工作区
域整齐肃立、脱帽默哀 3分钟，沉痛悼念新冠肺炎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深
切缅怀公安英烈。通过此次默哀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公安民警、辅警
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凝聚起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磅礴力量。

利用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暂停生
产“钻空子”，连续翻进仓库偷盗电缆
线，但自作聪明的盗销团伙最终还是
被警方一网打尽。4月 7日，楚江公
安分局成功破获系列盗窃电缆线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4名，涉案价值
60余万元。

2月下旬，楚江分局刑警大队接
到辖区某企业报案称，复工复产后不
久，忽然发现仓库内大量电缆线被
盗。这不仅给企业造成了巨额的经
济损失，还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运
行。楚江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
侦查，从作案手法和被盗电缆线数量
上，警方基本确定是团伙作案，并且
判断犯罪嫌疑人有极强的反侦查意
识，给破案带来极大困难，案件一时
陷入僵局。

专案组马上联合企业保卫力量
对案发周边加强蹲点守候，并扩大侦
查范围寻找蛛丝马迹，很快案件出现
新线索。3月 5日，企业保卫队员向
警方提供线索：当晚21时许，一名穿
深色衣服的男子在案发现场周边徘
徊，形迹可疑。出于警觉，保卫队员
主动上前询问，没想到男子突然间如
惊弓之鸟般逃离现场，消失在不远处
的城中村。而在附近的草丛中，保卫
队员发现大量被切割的电缆线。

由于男子戴着口罩，民警无法通
过现场监控画面中准确识别身份。
此时，画面中的另一个“小插曲”被警
方敏锐地捕捉到——就在同一时间，
一名骑电瓶车的男子从现场经过，在
发现保卫队员后，男子迅速调转车头
往反方向加速行驶。这个反常的行
为，民警判断该男子同样有着重大作

案嫌疑。经过视频监控一路追踪，这
两名男子骑着电瓶车最终在马鞍山
市某宾馆落脚。通过对宾馆的走访
询问，民警迅速锁定两人身份为本市
居住人员张某和谷某。随着侦查的
深入，警方逐渐发现端倪。今年2月，
张某、谷某两人与马鞍山的一家烟酒
店频繁联系。在梳理对烟酒店周边
监控视频中民警发现，其间张某和谷
某开着私家车停在烟酒店门口，并疑
似往店内搬运电缆线。为了进一步
核实固定犯罪证据，民警佯装普通顾
客对烟酒店进行实地探访并很快得
到验证，在烟酒店仓库一角，警方发
现大量企业被盗电缆线堆放整齐。

4月 1日，在掌握全部犯罪事实
后专案组迅速收网将犯罪嫌疑人张
某、谷某以及收购被盗电缆线的犯罪
嫌疑人王某抓获归案。4月 7日，随
着最后一名收赃犯罪嫌疑人到案，全
部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和谷
某平日里喜欢赌博，为获取赌资，
两人选择铤而走险，利用疫情期间
企业工作人员较少的特点，偷偷翻
窗进入企业仓库盗窃电缆线。两
人分工合作，一人偷盗，另一人运
输，连续合伙作案十余次，涉案价
值 60 余万元。3 月 5 日，张某和谷
某再次潜入仓库实施盗窃，不料在
准备转移赃物时被企业保卫队员
发现。因担心被警方追捕，两人商
量着住宾馆“躲躲风声”，没想到最
终还是被公安机关抓获。

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鲍盛

针对近期境外疫情呈不断扩散
的复杂严峻态势，连日来，博望公安
分局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主动配
合政府职能部门，精准施策，全力防
范输入性风险，确保全区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联防联控，织好“宣传网”。充
分发挥“一村一警一辅”机制的优
势，联动社区网格吸收网格员、志愿
者积极参与到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工
作中，深入村社、小区张贴宣传通
告。针对博望区企业较多的现状，
分局治安部门组织警力200余人，深
入 683 家企业排查外来复工人员。
同时，迅速启用“无人机 +新媒体”
新型宣传模式，通过新媒体交流、无
人机空中喊话等各种宣传方式，同
步进行、声屏共振，全面加深百姓严
防境外疫情输入意识。

联管联治，织密“排查网”。依
托社区警务机制，发动涉外企业联
络员、村委干部、社区志愿者等专职
力量，通过“细分网格、分格包干”，

对辖区境外人员进行拉网式排查，
明确境外来博人员即时向社区、村
居报到。加强与涉外企业、宾馆旅
店的联管联治，及时掌握来马境外
人员工作、住宿、居住情况，强化源
头意识，对排查出的境外人员配合
区政府、疾控、社区等部门全面落实
防控措施。其间，分局组织100余名
警力深入推进涉外人员大排查大走
访行动，对博望境内涉外人员展开
全面摸底排查，累计排查出越南籍
在博人员20名，均未发现异常情况。

联勤联动，织牢“巡逻网”。成
立全区巡逻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科学
配警，精心布防，以巡警大队、辖区派
出所为巡防主力军，充分利用现有警
力，开展巡逻防控专项行动，采取“车
巡步巡结合、巡警社区警互补、日巡夜
巡并重”巡防模式，确保“人防、物防、
技防”全面落实。对辖区重点线路、重
点部位、流动人口聚居地实行24小时
不间断巡逻，坚持“逢疑必查”原则，
发现一个检查一个，决不放过任何

形迹可疑人员及车辆，切实提高见
警率，有效预防、控制、发现境外疫
情输入问题。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累计出动警力 1000余人次，盘查录
入外地人员300余人，通过巡逻盘查
抓获外省逃犯1名。

联心联情，织细“保障网”。分
局治安部门积极引导出入境业务网
上办、掌上办、预约办，开通“皖事
通”、24小时业务咨询及预约热线，
解决境外人员办证服务需求。加强
对复工复产涉外企业调查走访，对
企业聘用境外人员来博情况实行提
前介入，主动对接企业返博人员行
程规划，为境外人员提供政策咨询，
开通绿色通道服务，有效防控境外
疫情反向输入。同时，各派出所充
分依靠企业外管员等联络员队伍作
用，以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形式，
为在博外籍人员提供官方有关疫情
防控和出入境政策的一对一宣传服
务，确保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孙葵 张明立

4月 7日，马鞍山市高三年级学
生全面复学。为保证师生返校复课
安全，马鞍山警方开启护学模式，全
力护航学生顺利返校。

在马鞍山市和县第一中学门前，结
束半天课程的学生陆续走出校园，交警正

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目前，该县三所中
学门前的“交警护学岗”已同步启动。

在当涂县第一中学，交管大队民
警也启动护学岗，积极配合学校做好
开学工作，加强对辖区学校周边道路
交通疏导。 秦祖泉 卫学超

马鞍山市公安机关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楚江警方破获特大电缆线被盗案

高三年级开学复课 马鞍山警方开启护学模式

近日，马鞍山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银塘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忽然被一
辆出租车叫停，出租车司机称车上载
了一名年纪很大的老人，但是她说不
清楚要到达的地址，就在司机准备将
老人送往最近的派出所路上，遇到巡
逻的警车。

民警将老太搀扶下车后，没等用

警务平台查询，就确定老人正是该辖
区卸巷村的村民。原来民警近期刚
把辖区内 70岁以上的老年人梳理了
一遍，所以对老人格外有印象。民警
迅速联系该村民委员会，核实清楚老
人的具体地址，并联系上其家人。

考虑到当天下雨潮湿，民警决定
开警车将老人送回，安全地交给家

人。据家人说，老太今年已经有 93
岁高龄了，记忆力减退厉害，表达能
力几乎丧失，早晨散步出门就未回，
家人非常担心，幸亏好心的司机和民
警接力，才让老人安全归家。

看见警察即将离开，老太也挥动
拐杖，对民警表示感谢！

林盈

博望警方“点穴式”防控 织密境外疫情防输入“四张网”

无人机空中助力 打破“禁种铲毒”踏查死角

出租车拦截巡逻警车 警民接力送迷途老人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宁马都市圈

为进一步加大禁种铲毒工作力
度，坚决杜绝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现
象，近日，马鞍山警方启用无人机对
潜在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区域进行
全面扫描甄别，全力提升对毒品原植
物的发现、控制能力。

博望公安分局禁毒部门在博望镇
东湖村、长裕村，通过警用无人机的高
科技手段，按照“不放过一村一户、不放
过一山一坡一沟、不放过一株一苗”的
标准，对田间地头、荒野地段、居民房
屋、无人院落以及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
空地开展勘察工作，累计巡查总面积约

十余平方公里，未发现种植毒品原植物
罂粟现象，极大地提高了禁种铲毒集中
踏查工作效率。

当涂县公安局禁毒部门联合刑
侦大队，在护河派出所的配合下，深
入村落、农田开展毒品原植物踏查工
作，利用无人机机动性强、灵活性高、
覆盖面广的优势，对传统人工踏查中
的盲区和死角进行全面巡查，扩大了
对潜在毒品原植物的巡查范围，提高
了精确发现、铲除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的效率。

博望/孙葵 吴蒋萍 当涂/卫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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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

暂停之后再出发，我们发现：世界那么

大，幸好遇见你。从教学到教育，需要什么

样的跨越？教育里的人性光芒与智慧，灵

动闪烁。

在刚刚举行的全市教育系统深化对标

找差创新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南

京市教育局局长孙百军提出：今年的教育

主题词是“深”。

今年也是全国教育供给侧改革收官之

年。供给侧改革最强大的动力是制度创

新，如何更好地发挥教育资源配置优势，不

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每一个教育者思考

的事。

从课前到课堂到课后，学校的概念、课

堂的概念、教学的概念已经在发生颠覆性

的变化。教师和学生关系的变革是一种教

育特有的供给侧改革。我们的教育进入了

新阶段，正在向深度的“高质量”“可选择”

“个性化”发展。

2020年，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南京晨报

与你一起，全媒体融合寻找“更爱南京校园

的 N 个理由”，形成 2020 年南京“深”教育

样板地图。

我们一起记录并寻找，校园里、网络

上，努力的身影。每一种创新和每一个努

力，都是我们爱你的理由。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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